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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单元“精读课文”要教什么
□ 杨 州

习作单元是统编版教材体系下

一个全新的板块，以“五位一体”形成

单元合力完成习作任务，体现习作教

学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统

编教材独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习作

单元的“精读课文”要教什么？怎么

教？大部分教师关注内容教学，缺乏

从单元整体的视角处理教与学的意

识。我以统编语文四年级上册《麻

雀》教学为例，尝试从“目标”“内容”

“方法”“能力”等维度，谈谈习作单元

中精读课文的教学理解。

基于目标：多维观照，精确定

位。统编教材“习作单元”中的“精

读课文”承载着特殊的教学功能：从

阅读中直接学习表达方法。因此，

教师从习作单元整体目标出发，探

究文本表达密码是习作单元精读课

文的首要任务。《麻雀》一课教学目

标的制定，经历了单元整体把握、部

分功能定位，再到单篇聚焦的多维

过程。

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明确提示

了本单元的两个语文要素：了解作者

是怎样把事情写清楚的；写一件事，

把事情写清楚。不难发现，这样的编

排体例呈现出读写结合的新联系、新

格局，即阅读为习作提供言语范式、

知识储备和方法支撑。本单元“把一

件事情写清楚”这一最终目标按一定

的逻辑分解到单元的各部分。对于

《麻雀》这篇课文，课后题和“交流平

台”表述如下：

1.说说课文围绕麻雀写了一件什

么事，这件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是

怎样的。

2.课文是怎样把“老麻雀的无畏”

“猎狗的攻击与退缩”写清楚的？写

一件事，要把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写清楚。

《麻雀》的作者把看到、听到、想

到的都写了下来，活灵活现地展现了

老麻雀与猎狗相遇时的情形。

从以上要求可以看出，本文学习

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学生明白按起

因、经过、结果的顺序，并把看到、听

到、想到的写清楚。在单元任务和精

读课文功能指引下，本课的教学目标

已逐渐清晰明朗：

1. 借助《课堂作业本》情节图，梳

理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并学习用

这种顺序概括故事的主要内容。

2. 通过圈画关键词，明白作者通

过看到、听到、想到的将事情写清楚

的方法，并迁移运用。

基于内容：比较斟酌，精选内

容。教学目标一旦确定，教学内容选

择就有了方向。教学时，教师要紧紧

围绕目标、学情合理取舍，有效聚

焦。教学板块如下：

板块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板块二：再读知序，厘清因果。

1.默读课文，完成故事情节图，厘

清起因、经过、结果。

2. 借助故事情节图，按起因、经

过、结果的顺序概括课文内容。

板块三：精读入境，领会表达。

1. 看，把看到的“动作”填一填。

2. 听，把听到的“声音”填一填。

3. 想，把想到的“感受”说一说。

板块四：总结写法，迁移练笔。

“体会本文的表达顺序”和“领

会作者通过看到、听到、想到的将事

情写清楚的方法”，都是指向表达方

法的学习，教学该如何侧重？细读

文本，课文 4、5 自然段不惜大量笔墨

细致描写老麻雀与猎狗相遇时的情

景，是故事精彩的“经过”部分。而

“体会本文的表达顺序”是本册第四

单元的语文要素，本单元再次要求

意在通过运用实现巩固。因此，“领

会作者通过看到、听到、想到的将事

情 写 清 楚 的 方 法 ”是 本 文 的 学 习

重点。

基于方法：搭建支架，精准突

破。习作单元的精读课要优化学习

的路径、铺设有梯度的台阶，细化表

达的过程。为突破“领会作者通过

看到、听到、想到的将事情写清楚的

方法”这一教学难点，在学习活动设

计上我创设了“看无声电影”“听有

声电影”等情境支架，使学习过程具

体化、可视化、可操作化。同时借助

《课堂作业本》，分“看动作”“听声

音”“说想法”三步实施，让学生沿着

学习路径有步骤地拾级而上、精准

抵达。

基于能力：适度延展，精巧练

笔。“精读课文”教学要适时依托文本

语境，引导学生进行精巧练笔，沉淀、

内化学习所得。“小麻雀和老麻雀终

于脱离危险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

情景呢？”请学生发挥想象，将看到、

听到、想到的写下来。这一想象与拓

展，既是对文本内容的补白，又是对

习得表达方法的迁移，也为后续的

“初试身后”所需要的写作知识提供

一个基础性铺垫。

习作单元精读课文的教学要指

向表达，通过精确定位目标、精选教

学内容、精准突破难点、精巧练笔提

升，充分发挥精读课文语篇范例价

值，促进习作知识向学生写作能力

转化。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平阳县昆阳

镇第二小学）

创设“真”情境,
让学习“真”发生

学生选课走班之后，任课教师还

觉得自己是“非班主任”吗？遇到严

重违纪或屡教不改的学生，就直接交

给班主任或年级负责人吗？学习风

气不正、学业成绩退步，就归因于行

政班主任工作力度不够、效果不好

吗？如果真有这种意识，那说明这样

的任课教师还没有实现“从教学到教

育”的转型。

我准备在语文学科教室墙壁上贴

一条横幅：“腹有诗书气自华。”网上搜

索，还真有卖的。我转念一想，买来的

再好，也只是观赏品，而没有学生自己

写了贴上去的亲切感。因此，我立马

改变主意，让学生自己来写。

学生热情挺高，收上来的有篆、

楷、行各种字体。如果只选七个字贴

上墙，还有一些好字就得不到展示

了。一个参与挑选的学生说：“为什么

不把这些字都贴上去呢？”真是好主

意！我马上采纳这个学生的建议，整

面墙壁上到处是“诗”“书”“气”，为教

室增添了雅致的氛围。40多个字贴上

墙后，学生纷纷来到跟前，辨认哪个字

是自己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荣光。

学科教室的布置是用采购的物

品还是用学生自己的作品？看起来

是一件小事，但其中也有教育的价

值。现在我的学科教室里，不仅挂

有学生的书画，而且还展示了他们

手工、雕塑等课程里学做的作品。

推而广之，任教班上还可以向年级

和学校推荐班级诗人、散文高手、文

言大师……让学生的成就能在自己

的教学班里占有一席之地，便能让

他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曾经，我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散

文，作者是“王春莲”。我一下子产生

了猜想：她会不会是我过去任教过的

一名学生呢？那个时候，学理科的她

非常喜爱语文，写的随笔经常被当作

范文介绍给同学们。但她后来从事

的是电力方面的工作，不会再有兴趣

与时间写散文吧。几经周折，我终于

与作者“王春莲”联系上了。“您是曹

老师啊？我就是您教过的学生啊！”

她回忆起中学期间受到我的影响而

写诗歌和散文的事情，滔滔不绝。

我惊叹她在从事工程管理的同

时竟然还能坚持文学创作。她说专

业带给她的成就是外在的，而阅读与

写作却给了她丰富的世界和心灵的

寄托，拓宽了她的生活和精神。一个

学科教师，其学术影响力不管是促成

学生未来从事了相关领域的专业，还

是仅仅留下若隐若现的美好回忆，都

应该算作是学科教师行使“班主任”

权力的成就。而这种影响力的形成，

依靠的是学科教师“润物细无声”的

长期熏陶和感染。前不久，有 6 名学

生来请我为他们的年度文集写序言，

我当然欣然提笔，一气呵成。我希望

自己的学生中，未来回忆起语文老

师，有的会说我指导他编辑了受人欢

迎的公众号，锻炼了文笔；有的会说

为他提供了展示作文的平台，结识了

更多的朋友……对学生未来发展形

成持久影响力，这不也是学科“班主

任”为学生人生“打下的底色”吗？

没有行政班以后，针对学生中出

现的违背诚信、有失礼仪、不尽职责、

违规违纪等不良现象，每位任课教师

都有教育权，或善意提醒，或阐明危

害，或对话交流，或批评惩戒。我作为

语文教师，除了对当事学生进行教育，

还在年级的公示墙上开辟了“明镜台”

专栏，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展示”不良

现象，给其他学生一个照镜子的地方，

来达到引导学生思考的作用。

有学生冒充家长给老师发请假

短信，针对此事我写了如下文字，张

贴于“明镜台”。

某生，须眉也。段考国语挂科，

羞进教室，愧见双亲。逡巡于衢，游

荡半日。忽念无由告假，惧扣行圆之

分。乃矫以其父手机之号短信告假，

曰：“吾儿误食家中犬粮，腹泻不已，

方于医院疗之，特告假下午半日。”适

周先生阅其短信，骇曰：“余正午于食

堂睹竖子噬鸡腿矣，何为家中食犬粮

乎？”即电话其父，父惊呼：“小子食豹

胆矣！假予之名绐夫子也！比其回

家，予杖其股五十。”

翌日，生至周先生之室，呈检讨

书千字，其题曰“爹不坑吾吾自坑，而

后誓做诚信人”。

写作并贴出这样的段子能起到

多大作用呢？教育就是要于无形无

声之中影响学生，段子说的是学生中

存在的一种现象，贴出的目的在于引

起学生围观、思索，在笑一笑中可能

就有了是非判断。

任课教师要真正实现“从教学到

教育”的转型，并不是说要把教学班

学生的日常生活、行为表现乃至德智

体美劳各个方面都大包大揽过来，而

是应该在日常教学时主动关注学生

的言语举止、情感心理、意志品质、个

性特点等表现，结合学科教学的实际

给予熏陶、引领、矫正等影响。

（作者系北京十一学校语文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谈教学·曹书德④

二次函数是初中阶段研究的

最后一个具体的、重要的函数，在

历年来的中考题中都占有较大比

重分值，中考的压轴题中更是少不

了它的身影，也是学生学习的一个

重点。

我在执教人教版九年级数学上

册《二次函数》第一课时内容时，将

课堂的教学目标设定为研究形如

y=a（x-k）2+h的二次函数图像的基

本特征。课堂上我的预设是先给足

时间让学生自己画 y=-2x2、y=-2

（x+1）2、y=-2（x-1）2 三个函数图

像，然后对这三个函数的图像特征

进行比较和讨论，最后全班大展示

形如此类二次函数图像的基本特

征。由于需要精确的作图体验，而

学生作图速度不一，需要大量时间，

加之内容难懂，所以整节课时间安

排比较紧促。尽管如此，我还是坚

持让学生经历作图体验。当学生基

本完成作图后，我通过大屏幕展示

了3个不同色彩和学生亲笔制作的

完全一致最标准的图像，全班惊叹：

“原来二次函数如此优美！”学生的

反应让我喜出望外，看来二次函数

图像在这里被愉快接受了。

显然，学生不甘心就此按照

我的预设继续进行下去。此时，

下面有学生说“让我们再画两个

不同解析式的图像，看看继续下

去会是什么样子”，紧接着有学生

说“老师把其中的 1 分别改成 2，

又得到两个不同的函数解析式，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两个函数图像

是不是和我猜测的一样”。既然

他们还想继续研究，那我就顺从

他们的意思，全景式数学倡导让

学生逐渐学会原创性的思考和提

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学

生又开始在草稿纸上制作第 4 个

和第 5 个图像。

离下课时间越来越近，我并没

有担心后面的内容不能如期完成，

我看见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被点燃，

我想数学课堂就该如此。

当他们完成之后，我再次重复

上次的展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对我的颜色搭配并不满意，先

后有两个学生上来调整颜色，直到

大家满意为止。当 5 个不同图像、

不同色彩的抛物线出现在大家面前

时，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报以掌声。

“老师，赶紧拍照。”在掌声中一个女

生的声音传出来，于是我拿起手机，

记录下这美妙的瞬间和孩子们的独

立思考。

后面的讨论、归纳、展示环节

我想就不再是问题了，这个规律特

征显然已经完全被大家掌握了。

于是我简化了这个环节，只用了不

到 3 分 钟 时 间 ，学 生 就 完 成 了

任务。

当我准备让学生继续研究课本

上的一个例题时，学生林昕突然说：

“老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图像

交点的坐标吧？”这确实有点出乎我

的意料，这是后面很多节新课之后

才研究的内容。我再次答应了他们

的要求，大家又开始陷入思考。

在大家思考进度差不多的时

候，我让林昕向全班展示了她的思

考过程和结果，在这个展示过程中，

她把实际图像放大，来验证自己的

理 论 结 论 与 实 际 图 像 显 示 的 一

致性。

此时，下课的铃声响起。学生

累了，也乐了！

课堂不一定从课本开始的地

方开始，也不一定从课本结束的地

方结束，课堂要从学生需要开始的

地方开始。全景式数学教育基于

国家课程标准，立足数学课程核心

素养，主张让学生经过充分的浪漫

体验、问题梳理，把学生真正需要

在课堂上共同解决的问题提出来，

让课堂真正成为以学生为主体的

学习场，成为学生解决问题的地

方，帮助学生深化思考、学会创新、

提升思维品质。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江门市台

山碧桂园学校）

我是教学班的“班主任”吗

课堂策

课堂从学生需要
的地方开始

□ 韩效杰

观课笔记

在我校举行的“星空奖”展示课

中，作为评委，我听了一位地理教师

讲授的《极地地区》。授课教师情境

教学创设的主要环节是：认识南极

（观察图文资料，描述南极独特的自

然环境）、探索南极（阅读图文，说明

开展南极科考的意义）、保护南极（观

看图片，认识保护南极的重要性）。

本节课有这样几个课堂亮点：

一是“双减”背景下大胆整合内容，

本章内容包含北极和南极地区，但

授课教师主讲南极地区，把北极地

区当成作业设计，要求学生课后将

认识南极的思路和方法迁移到北极

地区，考查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是“素养”理念下尝试创设情境，

授课教师在“素养”理念下，创设简

洁明了的教学情境，主线是模拟走

进南极科普馆。导入环节，教师开

场白：欢迎大家来到南极科普馆，我

是今天的讲解员。今天我带领大家

一起认识南极、探索南极、保护南

极，接着展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进

入课堂授课环节。三是“欣赏”学法

下积极丰富素材，本节课在介绍南

极地区丰富的资源时，教师搜集了

大量的图文资料，让学生从视觉角

度和专业角度认识南极丰富的固态

淡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原

始环境，运用“欣赏”的教学方法，对

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除了亮点以外，授课教师在教

学情境创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而所学的知识必须归属到情境当中

才有意义，才有学科价值。情境教

学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启发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

力。在中学教育阶段，教师通过教

学环节、教学问题、教学活动等创设

“真”情境，让学生在“境”中学、“境”

中思、“境”中做、“境”中玩，便于提

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最终形成学科核心素养。这就

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设计中，尽

可能设计真问题、真实验、真操作、

真探究、真合作、真活动，最终让学

生形成真能力和实现真成长。“真”

情境创设有以下策略：

学习目标可呈现“真”情境。教

学设计中，教师要结合课程标准，设

计适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目标中

既要有行为主体、行为条件、行为动

词、行为程度的呈现，也要有“真”情

境教学环节、学科核心素养的呈现。

比如，在这节《极地地区》中，课

程标准是：说出南、北极地区自然环

境的特殊性，认识开展极地科学考

察和保护极地环境的重要性。通过

学情分析、解读课标之后，可以这样

叙写学习目标：（1）通过观看南极科

普馆纪念徽章和极地地区地图，说

出南极地区的位置和范围。（2）通过

观看图文资料，说出南极地区独特

的酷寒、烈风、干燥等恶劣环境。（3）

通过介绍科学家南极考察、探险的

艰难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出南极

地区科考的意义，初步树立探究科

学真理、保护南极环境的意识。

教学环节可呈现“真”情境。

“真”情境教学的创设需要一“境”到

底，尤其是在初三、高三的大单元教

学构建中，对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整

合设计，需要有一条提纲挈领式的

“明线”，也就是本节课的教学环节，

这根教学环节的“明线”与学科知识

的“暗线”相互交映，紧密结合。

这节课的教学环节教师还可以

重新调整，直接用南极纪念徽章作

为整节课教学环节的一条“明线”：

送徽章（导入）——徽章上的白色蓝

色（过渡到极地地区的位置和范

围）——南极洲主色调为什么是白

色（过渡到南极地区海拔高、世界寒

极、世界风库、白色荒漠独特自然环

境的学习）——徽章上的橄榄枝代

表什么（过渡到极地地区环境保护、

出现的问题、科考价值的学习）——

设计北极地区的纪念徽章（知识的

迁移和延伸）。

教学问题可呈现“真”情境。教

学中的问题为真问题，用真问题创

设真情境。比如在交通运输方式的

选择这节课中，我的教学主线是四

个问题：（1）我收到通知需要从郑州

到昆明培训，该做哪些准备（真需

要）；（2）我该怎么走（真选择）；（3）

昆明买花怎么运回郑州（真麻烦）；

（4）作为大型活动策划人，如何在通

知上为参会人员书写交通指南（真

难题）。

教学拓展可呈现“真”情境。教学

拓展是教学的后续和延伸，可结合整

节课的“真”情境进行课中、课后、课下

的拓展和延续。比如在《极地地区》这

节课的最后，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教学

拓展问题：为下节课即将学习的北极

地区设计纪念徽章。这既是这节课的

实践类作业设计，又是课堂的拓展与

延伸，也是下节课的情境导入。

教学素材可呈现“真”情境。科

考见闻可呈现“真”情境，比如随着我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南极科考步伐的

深入，科考队员真实的科考日记、见

闻可以创设“真”情境；影视材料比如

电影《南极之恋》中的大风片段、演员

患上雪盲症素材也可呈现“真”情境；

时政新闻可呈现“真”情境，结合新闻

热点，比如冬奥会等，凸显课程设计

的时代感、新颖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实验中学）

课事

□ 郭花凤


